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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2015年3月1日(乙未年正月

十一，星期天)上午11

时，本会暨互助部在礼堂召开会员

大会，并举行新春团拜。出席者包

括名誉顾问蔡锦淞BBM、名誉顾问

蔡天宝DUBC, JP, BBM、名誉顾问

蔡成宗PBM、名誉顾问许书朕、永

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会长萧孙喜、会

务顾问谢秀兴、会务顾问邱传庆、会务

顾问陈明德、会务顾问蔡克网PBM、永久

名誉会长柯千衙PBM、永久名誉会长杜南发博

名誉顾问蔡锦淞乡贤发言

士PBM、名誉会长、名誉委员、执委、部委、妇女组、青年团、

会员乡亲们。

会议委任了“本会第34届产业暨各项基金信托委员”，并通

过了《青年团手册》。会长请会员乡亲们发言，发表对会馆的建

议，以便本会将会务活动办得更好。会议于中午12时48分结束。

接着，举行新春团拜，捞鱼生，会长祝大家捞得风生水起。

在会长的倒数声中，大家一起举起筷子，捞鱼生。活动于下午2时

尽欢而散。

会长萧孙喜致词

从左至右：互助部主任黄利奇、副会长卜清锺、会长萧孙喜、总务谢福盛、互助部副主任张育民

互助部主任黄利奇致词

本会收到李光耀资政、
海 内 外 晋 江 社 团 与 领
导、会馆领导的贺年卡

新加坡晋江会馆暨互助部
     召开会员大会，并举行新春团拜

迎新春  会馆美景应春来



力

文／李晓民
图／谢征

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凌晨

3时18分于中央医院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悲痛万分，

前往国会大厦与全岛18个社区吊唁处吊唁与致敬的民众多达

165万人。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国葬礼于3月29日(星期天)

下午2时假国大文化中心举行，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大雨，

伫立街头，挥动国旗，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告别并献上最

后的敬意。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下午3时30分，萧孙喜会长率会

馆同仁前往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向担任60年丹戎巴葛区国会议员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

生献上敬意。出席者包括本会名誉顾问许书朕、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副会长卜清锺、

总务谢福盛、名誉会长蔡少铭／施 海／李春逢、名誉委员、执委、部委。

李光耀先生三次担任本会庆典(55周年、75周年、90周年)的主宾。回首李光耀先生

与新加坡晋江会馆长达40多年的“情谊”，萧孙喜会长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晋江会馆所在的丹戎巴葛集选区，恰好是国会议员李光耀的选区。同时，李光耀先生对

华人社团工作的重视也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让年轻一代国人了解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为新加坡寻求一条自力更

生的道路以及他与其他建国元勋当年立国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新加

坡报业控股与《联合早报》出版及发行、新加坡报业控股董事长李文献医生

特别赞助、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支持的《光耀

一生  誉满天下》纪念册发布会于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下午3时30分假香

格里拉酒店举行，大会主宾是李显龙总理。出席推介会包括李光耀的弟弟李

祥耀医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宝、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

其生，以及本地华社与政商界代表。本会领导也受邀出席。

追悼仪式，由右至左：名誉会长蔡少铭、名誉委员林忠发、执行委员
张振发、总务谢福盛、常务委员李春逢、名誉顾问许书朕、会长萧孙
喜、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副会长卜清锺、互助部查账丁振倧、名誉
会长施湧海、名誉委员郭丽凤等人。

谢安桐乡贤代表本会献花

本会领导受邀出席《光耀一生  誉满天下》
纪念册发布会

从左至右：名誉委员林忠发、交际股主任赖
国标(传统南音社社长)、名誉会长施湧海(南
洋施氏公会主席)、副会长朱仲涵、永久名誉
会长李友福(李氏总会会长)、名誉会长蔡少
铭、副文书杜振智

后排左三：本会名誉会长蔡振祥
BBM(济阳蔡氏公会会长兼仁和
联谊社社长)

亮灯仪式

本会会长萧孙喜率会馆同仁
追悼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伟业秀千古  英名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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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力

文／李晓民   图／陈清泉

   新加坡晋江会馆  主办
         仁和联谊社、安海公会、传统南音社  协办
“三代同堂庆中秋2015”晚会

由本会主办，新加坡仁和联谊社、安海公会、传统南音

社协办的“三代同堂庆中秋晚会”已于2015年9月19

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七)晚上7时至10时，假牛车水芳林公

园举行。报名出席人数五百多人。

中秋节是华人传统的节日，是合家团聚的喜庆日子。“三

代同堂庆中秋”晚会，是本会常年的重大节庆，除了传承文

化，保留传统，更是“晋江人”大团圆的好日子。

今年，本会首次邀请专业的娱乐公司Vision Event负责舞台

节目和游戏摊位，藉此让会员们可以与儿孙三代同堂一起提灯

笼，吃月饼，玩游戏等亲情活动，加强凝聚力。

晚上6时45分，新加坡传统南音社呈献美妙的南音表演。

晚上8时，工委会副主席吴中山博士代表致词。他首先感谢

大家拨冗出席中秋晚会。看到乡亲们彼此亲切问候与交谈，到

处充满欢笑声，令工委会成员们感到特别温馨，也体会到晋江

人的团结与友爱精神。

由左至右：名誉会长蔡求珀、安海公会主席(本会交际股副主任)陈鸿
俊、会务顾问谢秀兴、名誉顾问林光景PBM、林光景夫人、会长萧孙
喜、萧孙喜夫人。

由左至右：会务顾问邱传庆、名誉会长蔡少铭、副会长卜清锺、会务顾问蔡
克网PBM、会务顾问陈明德、永久名誉会长陈延反JP,BBM(L)、名誉会长陈
英烈、名誉委员林忠发。

前排由左至右：副会长朱仲涵、工委会副主席赖国标、部委郑
标鹤、工委会副主席李春逢、工委会副主席吴中山博士。

新加坡传统南音社呈献南音表演。

工委会副主席吴中山博士(前排)代表致词。后排由左至右：青年团团长孙清
华、工委会副主席赖国标、副文书杜振智、副总务谢征 、总务谢福盛、工
委会主席丁增嘉PBM、会长萧孙喜、工委会副主席李春逢、副会长卜清锺。

青年团与会馆领导合影(后排左四：名誉会长兼青年团顾问柯鸿景特地从中国
赶回来出席)

晚上8时10分，会馆领导与工委会成员带领儿童们提灯笼

绕场一圈，台上播放《传灯》音乐。《传灯》是由新加坡著名

诗人杜南发先生（晋江人）作词及音乐家张泛先生作曲，在中

秋佳节，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民族文化节日的象征，是传承优

良传统中华文化的明灯。

舞台节目除了新加坡传统南音社呈献美妙的南音表演，还

包括两位歌手演唱、变脸表演、剥柚子比赛、猜歌名比赛、即

兴唱歌比赛等。

由左至右：会务顾问邱传庆、名誉顾问许书朕、副会长卜清锺、
会务顾问蔡克网PBM。

共赏明月  不忘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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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新加坡敬老周”活动，也为了培养本会年轻一

代的“敬老尊贤，为善最乐”美德，本会妇女组已连续

四年举办“敬老之夜”活动，今年是第二次与丹戎巴葛民众俱

乐部联合举办。今年的敬老之夜联欢晚宴已于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晚上6时30分至9时30分，假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礼堂

举行。本会很荣幸邀请到我国总理公署部长兼职总秘书长陈振

声先生担任主宾。受邀出席的贵宾包括丹戎巴葛——中峇鲁基

层组织第二顾问顾蔡矶教授、丹戎巴葛——中峇鲁CCC主席

何乃全PBM先生、丹戎巴葛CCMC主席林征庆PBM先生，波

那维斯达CCC副主席陈奕政PBM先生。

本会邀请了丹戎巴葛集选区240名乐龄人士出席晚宴，并

分发红包与礼包给他们。当晚430人出席了晚宴。

陈振声部长抵达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礼堂，亲自到每一

桌，与社区乐龄人士与本会乡亲们握手与亲切交谈。部长的亲

民作风，给社区乐龄人士与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孙喜会长表示，部长的莅临与支持，给予我们鼓励与信

心。看着社区乐龄人士脸上展露的开心笑容，让我们有信心今

后继续主办此类爱心慈善敬老活动。

工委会主席林玉娇女士感谢主宾陈振声部长在政务百忙

中拨冗出席“敬老之夜2015”晚宴，并主持分发红包给社区

乐龄人士。今年恰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我们要特别感谢与

缅怀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

主宾莅临工委会成员在门口列队迎接主宾

宾主交谈欢。(由左至右：名誉顾问蔡成宗PBM、主宾陈振声部长、
会长萧孙喜、丹戎巴葛-中峇鲁基层组织第二顾问顾蔡矶教授)

主宾分发红包给社区乐龄人士

切。“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们不会忘记前辈们的辛

劳付出。“敬老尊贤”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

们会继承与发扬此优良传

统。本会妇女组、互助部

以及青年团，除了定期拜

访会馆的老前辈，也积极参

与社区活动，探访老人院。

敬老之夜，是本会妇女组的常

年活动之一。

林玉娇女士说，每一场活动的成功举 办 ， 都

离不开乡亲们的齐心协力与群策群力。她代表晋江会馆感谢

乡亲们的捐款与赞助礼包！感谢妇女组与全体工委会成员的

付出！感谢青年团派出40名义工全程照顾社区乐龄人士！感

谢全体表演者义演！晋江会馆希望通过敬老之夜活动，向建

国一代表达一份心意与敬意。

主宾陈振声部长感谢晋江会馆连续四年举办敬老之夜活

动，将“敬老尊贤”华人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感谢会馆筹委

会的筹备与付出！陈振声部长特别感谢建国一代的贡献，新加

坡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新加坡政府很重视乐龄人士的健康，除

了健保双全，政府也将推出更多有关乐龄人士健康的政策。

本会妇女组与丹戎巴葛
       民众俱乐部联合举办

工委会主席林玉娇
女士致词

主宾陈振声部长
致词

陈振声部长与社区乐龄
人士亲切交谈

文／李晓民   图／陈清泉

“敬老之夜2015”联欢晚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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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主任邱丽珠致词

本会妇女组向慈恩林安老院老人们分发红包和礼物

文／林晓萍   图／邵维俊

本会妇女组探访
慈恩林老人院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为了发扬敬老孝亲的优良传

统，本会妇女组举办的“探访老人

院”及“敬老之夜”已成为常年活

动。今年探访老人院活动已于2015

年6月28日(星期日)顺利举行。本会

35名乡亲连同青年团的10名义工一

起前往慈恩林安老院，除了给162

名老人们送去食品与日用品、分发

红包，我们还为老人们准备了精彩

的表演节目，并与他们共进午餐，

度过愉快的周末。

本会青年团呈献的表演

本会青年团义工们无微不至照顾老人们

本会妇女组与青年团义工们为老人们分发午餐

唱生日歌

妇女组分发“玫瑰与礼物”给爸爸们，
分发“康乃馨与礼物”给妈妈们。

为了庆祝母亲节、父亲

节，并为五月、六月

寿星庆祝生日，由本会妇女

组主办、青年团协办的“庆

祝双亲节暨生日会”于2015

年5月23日(星期六)晚上6时

30分在本会礼堂举行，出席

人数80人，许多家庭家长与

孩子一起出席，场面热闹温

馨，其乐融融。

本会妇女组庆祝“2015年双亲节暨生日会”

晋力

文图／李晓民

第五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之“美食展卖会”已于2015年9

月4日(星期五)与9月5日(星期六)上午10时至下午6时，

在天福宫前的空地举行。本会妇女组负责其中一个美食摊位，

售卖糯米饭与碱仔 。所有购买美食材料的费用$952.50，全

部由妇女组顾问史若瑾赞助。本会美食摊位两天的美食固本

售卖所得$1,732.30，悉数捐给本会妇女组，用于活动经费。

文／李隆祥   图／蒋德生

第五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之美食展卖会
本会妇女组负责其中一个美食摊位

本会领导与主宾陈振声部长合影。
由左至右：会务顾问陈明德、名誉
顾问蔡成宗PBM、会长萧孙喜、蔡
成宗夫人、总理公署部长兼职总秘
书长陈振声、妇女组顾问林玉娇、
妇女组主任邱丽珠、妇女组顾问史
若瑾、副会长朱仲涵。

本会蔡成宗PBM顾问向主宾陈振声
部长(左)介绍本会售卖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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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文／林晓萍   图／邵维俊

文／邱宁毅   图／邵维俊

文图／李晓民
文图／李晓民

青春盛会　交友叙旧

本会参与新加坡福建会馆庆贺团
出席“第八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

2015年10月8日至9日，第八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

会在福建省厦门市隆重举行。新加坡福建会馆

组团出席，本会4位代表参与新加坡福建会馆庆贺团。10月8

日晚上，泉州市人民政府设宴接待海外泉籍乡亲。10月9日晚

上，晋江市人民政府设宴接待海外晋江乡亲。

从左至右：本会青年团团长孙清华、本会执行秘书李晓民、晋江
市市委书记李建辉、本会名誉会长兼青年团顾问柯鸿景、本会副
会长朱仲涵

2015年5月15日至5月18日，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简

称：世晋青)于中国四川重庆市举办“2015年第

二季度联谊考察活动”，来自9个国家/地区(中国、香港、澳

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西班牙、波兰)65名世

晋青理事齐聚重庆，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增进感情。本会

名誉会长暨青年团顾问、世晋青副会长柯鸿景率领本会青年

团一行7人出席了活动。

本会名誉会长兼青年团顾问、世晋青副会长
柯鸿景率团出席

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举办的
“2015年第二季度联谊考察活动——重庆”

欢 迎 宴。本会 青 年 团 一
行7人(前排由左至右：张
露、柯鸿景、李晓民。后排
由左至右：杨华万、蒋德
生、朱新烽、李玲娜)

世晋青全体理事合影于酒店7楼会议厅

合影于重庆晋江商会门口为了吸引更多的

晋江籍青年人

加入新加坡晋江会馆

青年团，以扩大我们

的青年队伍，本会青

年团的年度盛会“青

年团年会2015”已于

2015年8月22日(星期

六)晚上6时至10时，

在本会礼堂举行。青

年团副团长李玲娜、

青年团团员周正阳担

任司仪。此次青年团

年会共吸引了15位新

团员。

——新加坡晋江会馆青年团年会2015

羊年伊始，为了感谢青年团义工组一直以来的努力和付

出，也借此增进青年团团员之间的感情，增强团队凝

聚力，本会青年团社会服务组于2015年3月22日(星期天)晚上

6时假新加坡湖畔附近Lakeshore成功举办了烧烤活动，当天

共有40多名团员出席。

本会青年团举办烧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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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青

“宗乡青年体育节2015”足球决赛，已于2015年7月19日

(星期天)上午9时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的印度协会球场举行。

今年五人制足球赛共有10队参赛，初赛已于7月12日举行，7

月19日举行决赛，OK能量饮料公司赞助的马来青年球队德班

迅雷夺冠，本会青年团获得亚军，季军是借出比赛场地的印度

人协会的缅甸印度裔青年。

  “宗乡青年体育节2015”足球决赛
本会青年团获得亚军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文／林晓萍   图／邵维俊

文／许剑波   图／邵维辉

今年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第三年举

办“宗乡青年体育节”，旨在促进各会馆之间的联络与感情，

积极鼓励各会馆派队参赛，秉着“友谊第一”的精神，促进体

育交流。本会已连续三年协办“宗乡青年体育节”，并积极委

派青年团参加各项赛事。

冠军(中)、亚军(右)、季军(左)与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领导合影。

本会青年团获得亚军，右一是青年团团长孙清华。

本会青年团参与华社自助理事
会与宗乡总会联办的“关怀乐龄
2015”大型义工活动

一年一度的华社自助理事会(CDAC)与宗乡总会联办

的“关怀乐龄2015”活动(CDAC-SFCCA Project 

C.A.R.E 2015)于2015年4月19日(星期天)下午3时至晚上10

时盛大举行。当天的主角是来自不同福利组织的520名乐龄人

士。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们，让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各宗乡会

馆、义工团体、社会人士等700多名义工报名参加了此项大型

义工活动，本会青年团派出了70名义工。今年活动的内容是与

乐龄人士共进晚餐并带领他们游览圣淘沙海洋馆。

2015年2月7日(星期六)，本会青年团组织一百名义

工参与一年一度同济医药研究院售旗日活动，

以帮助同济医药研究院筹集更多的资金让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同济医院和同济医药研究院的慈善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广

大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售旗日的募捐活动为同济医院提供了

一定的资金来源。

活动当天，本会青年团义工们帮忙“同济医药研究院售

旗日2015”活动共筹得款项$3,525.50，同济医药研究院向本

会暨青年团表示感谢！

本会青年团百名义工参与
“同济医药研究院售旗日2015”活动

主宾陈川仁部长(右)颁发感谢证书给本会，由青年团团长孙清华(左)上
台接领。

重才重德  不负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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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福利股庆祝端午节2015

文图／李晓民

文图／李晓民

文／邱宁毅   图／邵维俊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已于2015年6月14日

(星期天)上午11时至下午2时在本会四楼礼堂

举行。此次活动由福利股主办，围绕“聚餐品粽叙乡

情”展开，旨在通过端午聚会，促进会员乡亲们对会

馆及传统文化的认识，增进会员之间的感情，老少同

乐，欢庆佳节！

今年庆祝端午节活动，得到了会员乡亲们的热烈响

应，报名人数达160人，有些会员更是举家出席。

为了让会员乡亲们对端午节有更清楚地认识，本会

播放了8分钟的录像“端午节来源与屈原故事”。

中午12时，本会为会员乡亲们准备了各式粽子(肉粽、娘惹粽、矶粽)，还有新加坡特色及小

朋友们爱吃的茶点(Mee Siam、烧卖、水 、五香、三明治、香蕉蛋糕、巧克力卷、水果派等)。

为了加强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本会准备了端午节常识问答比赛、有奖游戏，寓教

于乐，获益匪浅。

最后环节是激动人心的抽奖，有现金幸运抽奖、红酒、礼物、大奖是苹果手机6+(由名誉

委员蔡文艺赞助)。

妇女组为会员乡亲们分发粽子(左三是妇
女组顾问史若瑾)

妇女组为会员乡亲们分发午餐与糕点(左
二穿红衣者是妇女组主任邱丽珠)

有奖知识问答(这位小朋友的抢答，最吸
引众人的目光，勇气可嘉。)

会务顾问蔡克网PBM(中)颁发大奖“苹
果手机6+”给互助部部委颜意棠(右)

2015年2月1日(星期天)，晋江会馆互助部组织“永平／

麻坡／新山”一日游，获得乡亲们的踊跃支持，共

有48人参加。行程包括上午参观永平的万盛有机生态农场、金丝燕

之家、福州面厂。午餐在永平富华酒家，品尝著名的福州鱼丸、红

糟鸡、福州面等。下午前往麻坡荣成礼坊，购买新年礼饼(黄梨挞、

蛋卷、蜂蜜等)。然后前往柔佛州新山AEON MALL购物。晚餐在新

山华师傅酒楼，捞鱼生，捞得风生水起！晚餐后，进行幸运抽奖。

此次出游活动，共吸引了5位新会员／青年团团员。

晋江会馆互助部组织“永平／麻坡／新山”一日游

为了促进交流与加强凝聚力，本会互助部已成功举办3次出国旅游

活动(2014年4月马来西亚四湾岛一日游、2014年11月印尼丹戎

槟榔2天1夜游、2015年2月马来西亚永平-麻坡-新山一日游)，深获乡亲

们好评。2015年7月11日至12日，由互助部主任黄利奇召集的“马六甲

+麻坡榴莲2天1夜游”立刻获得乡亲们的踊跃报名，共有47人出席，是

去年与今年出游活动最多人数的一次。

除了参观马六甲著名景点(乘船游马六甲河、历史悠久的教堂、英

雄广场、三保庙、娘惹糕点店)，品尝马六甲有名的娘惹午餐，到麻坡

品尝榴莲自助餐，在新山参观蜜蜂园与购物，重点行程之一就是拜访

马六甲晋江会馆。

本会互助部举办“马六甲+麻坡榴莲2天1夜游”
暨拜访“马六甲晋江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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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情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海外泉籍乡贤的联谊交流，泉州市政

协副主席苏小青女士率团一行5人于2015年6月10日至

12日，莅临新加坡，拜访新加坡晋江会馆与新加坡泉属会馆

领导。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晚上6时30分，新加坡晋江会馆在

会馆礼堂，席开八桌，设宴接待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小青女士

暨访问团，并邀请新加坡泉属会馆(南安会馆、惠安公会、同

安会馆、安溪会馆、金门会馆、永春会馆、厦门公会)、新加

坡晋属会馆(仁和联谊社、安海公会)、以及新加坡传统南音社

的主席/会长/社长与社团代表出席欢迎宴。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文图／李晓民

泉州市访问团团长与新加坡泉属会馆会长合影。由左至右：惠安公
会名誉会长王汉章、晋江会馆名誉顾问林光景、惠安公会会长孙礼
锋、晋江会馆名誉顾问蔡成宗、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小青、晋江会
馆会长萧孙喜、晋江会馆名誉顾问许书朕、南安会馆主席陈奕福、
永春会馆会长郑建成、安溪会馆主席林清荣。

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苏小青女士率团一行5人
拜访新加坡晋江会馆与
新加坡泉属会馆领导

2015年新年伊始，本会接待海外第一个访问团。1月

23日上午，海外南音团体一行40人拜访了新加

坡湘灵音乐社、新加坡传统南音社、新加坡晋江会馆。上午

11时，访问团在新加坡传统南音社社长赖国标(本会交际股主

任)与总务吴清波(本会名誉委员)的陪同下，莅临本会访问，本

会萧孙喜会长百忙中特地前来会馆接待。访问团成员包括泉州

市南音传承人兼石狮市声和南乐社社长(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南音

顾问与指导)蔡维镖老师、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

晋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和范、石狮市南音艺术家

协会常务理事蔡志强、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辅导主席魏耀坤、

菲律宾国风郎君社社长陈天才。

海外南音团体
(泉州/晋江/石狮/印尼/菲律宾)
一行40人拜访本会

2015年11月5日至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福建

省侨办)国外处林建华处长与张章武先生受邀出席于新加坡举

行的“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成立25周年暨新加坡福州会馆成立105周年”

双庆活动。在新期间，林建华处长与张章武先生拜访了新加坡福建会馆、新

加坡福州会馆、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永春会馆。访问团此行旨在看望

闽籍乡亲，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情谊，以促进双方今后更紧密的合作。

由左至右：福建省侨办主任科员张章武、本会交际股主
任赖国标、福建省侨办国外处林建华处长、新加坡永春
会馆郑建成会长、本会名誉顾问林光景、林光景夫人、
本会名誉顾问许书朕、本会总务谢福盛。

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国外处林建华处长一行2人到访本会

林建华处长赠送他的亲笔书法给本会。

乡情绵绵  聚意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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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文图／李晓民

情

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荣洲先生
率领泉州市经贸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泉属会馆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荣洲先生率领泉州市经贸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泉属会馆以及泉籍乡亲。12月2日

晚上，新加坡南安会馆主席陈奕福先生设宴接待泉州市经贸

访问团，本会副会长卜清锺代表本会出席欢迎宴。

新加坡南安会馆主席陈奕福(前排左四)设宴接待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陈荣洲(前排左三)暨访问团，本会副会长卜清锺(后排右四)代表本
会出席欢迎宴。

缘起2015年7月11日本会萧孙喜会长率团访问马六甲晋江

会馆，在欢迎宴上，本会萧孙喜会长与马六甲晋江会馆

副主席苏德招击掌约定互访。2015年8月30日，马六甲晋江会

馆副主席苏德招率团一行12人访问新加坡晋江会馆，并于隔天

访问新加坡安海公会。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新加坡安

海公会在礼堂设宴接待马六甲晋江会馆，双方互赠纪念品。

马六甲晋江会馆副主席苏德招率团访问
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安海公会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

淑语女士率团一行5人访问新加坡。

12月20日(星期天)晚上7时30分至10时，本会假国敦统一

酒店二楼天厨餐厅，设宴接待访问团一行人。

12月21日(星期一)上午9时30分至10时30分，访问团莅临

本会参观与交流。

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淑语女士率团访问本会

前排由左至右：厦门公会会长兼晋江会馆名誉委员林璒利、仁和联谊
社社长兼晋江会馆名誉会长蔡振祥BBM、晋江市副市长张淑语、晋江
会馆会长萧孙喜、晋江会馆名誉顾问林光景PBM。后排由左至右：林
光景夫人、传统南音社社长兼晋江会馆交际股主任赖国标、晋江会馆
会务顾问谢秀兴、晋江会馆会务顾问邱传庆、晋江会馆会务顾问蔡克
网PBM、安海公会主席兼晋江会馆交际股副主任陈鸿俊。

马六甲晋江会馆访问团与本会历届会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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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李晓民

文图／李晓民

文图／李晓民

文图／李晓民2015年3月5日至7日，本会名誉会长许国和率团一

行6人飞往雅加达，出席印尼晋江同乡会庆祝

成立十周年纪念暨乙未年春节联欢晚会。出席庆典的海内外庆

贺团包括新加坡晋江会馆、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万里先

生一行3人、晋江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林惠玲女士一行4人、石

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东福先生。

本会组团出席印尼晋江同乡会庆祝成立
十周年纪念暨乙未年春节联欢晚会

本会庆贺团与印尼晋江同乡会领导合影(由左至右：印尼常务副会长
洪我忠、新加坡李顺来伉俪、印尼常务副会长陈昌祥、新加坡李晓
民、印尼许宗鸽会长、新加坡许国和、新加坡丁振倧、印尼常务副
会长兼庆典筹委会主席陈乃士)

2015年1月24日至25

日，由福建省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与福建省海外

交流协会举办的“世界闽籍华侨

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于福建省福

州市隆重举行。本会萧孙喜会长

代表新加坡福建会馆与新加坡晋

江会馆出席，并代表新加坡福建

会馆在会上发言，分享新加坡福

建社团经验。来自美国、英国、丹麦、南非以及香港、澳门

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社团负责人欢聚一堂，共襄

盛举。

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全天，本会萧孙喜会长受邀出席

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在福州市景城大酒店召开的福建省侨

联九届四次常委会暨九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由福建

省侨联主席王亚君主持。萧孙喜会长获聘为福建省侨联“海

外常委”，并上台接领聘书。晚上，福建省侨联设宴接待与

会嘉宾。

本会萧孙喜会长代表新加坡福建
会馆与新加坡晋江会馆出席

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本会萧孙喜会长率团一行25人
出席于澳门举行的世界晋江同乡

总会第十届董事就职典礼暨
世界晋江同乡恳亲大会2015

澳门晋江同乡会继1995年许健康乡贤接任亚洲晋江社团

联合会(简称：亚晋联)会长及1997年成立的世界晋江

同乡总会(简称：世晋总)创会会长，2003年陈明金乡贤接任世

晋总第四届会长，此次是该会第三次接任世晋总会长，黄共流

乡贤担任第十届会长。

2015年8月11日至13日，世晋总轮值会长(澳门晋江同乡

会)在澳门隆重举办“世界晋江同乡恳亲大会2015”系列活

动，并举行世晋总第十届董事就职典礼、澳门晋江商会成立

暨首届理监事就职典礼。海内外嘉宾约一千人受邀出席，共

襄盛举，互叙乡谊。本会庆贺团以名誉顾问(蔡锦淞、蔡成

宗、许书朕、林光景)及会务顾问(邱传庆、陈明德)为领队、

萧孙喜会长为团长、谢福盛总务为秘书长，一行25人莅临澳

门，出席了盛典。

2015年3月19日至21日，世界晋江同乡总会(简称：

世晋总)假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近打河畔酒店，

召开世晋总第九届第三次董事会议。本会名誉顾问(世晋总创会

会长)蔡锦淞、本会会长(世晋总副会长)萧孙喜出席了会议。

会议推选“澳门晋江同乡会”接任世晋总第十届轮值国。

本会对于“澳门晋江同乡会”接任世晋总第十届轮值国，

表示热烈的祝贺！

澳门晋江同乡会候任会长黄共流邀请欢迎各国／各地区

会长率团出席世晋总换届就职典礼(2015年8月11日至13日在

澳门举行)。

本会蔡锦淞名誉顾问与萧孙喜会长
出席世晋总第九届第三次董事会议

世晋总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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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李晓民

2015年9月30日，以本会会务顾问蔡克网PBM先生

为领队、交际股主任赖国标为团长的本会庆

贺团一行13人，连同新加坡安海公会庆贺团，一起出席了峇

株吧辖晋江会馆成立94周年、青年团成立35周年、妇女组成

立20周年的庆典晚宴。

本会组团出席马来西亚柔佛州
峇株吧辖晋江会馆

成立94周年庆典晚宴

本会组团出席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
成立22周年、第12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菲律宾晋江商会成立庆典

2015年10月24日至10月26日，以名誉顾问林光景

PBM为领队、萧孙喜会长为团长的本会庆贺

团一行9人，连同南洋施氏公会庆贺团，一同出席了菲律宾晋

江同乡总会成立22周年、第12届理事会就职典礼、菲律宾晋

江商会成立庆典。

本会萧孙喜会长(右六)与菲晋总施亨利理事长(右七)互赠纪念品

情

文图／李晓民

为了应时代需要，香港晋江同乡会已换名为“香港晋江

社团总会”。香港晋江社团总会定于2015年8月9日至

11日举行庆祝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六届董事就职典礼，同时举

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启动仪式。世界各地晋

江乡亲数千人云集香江，共襄盛举。本会萧孙喜会长率团一行

4人出席了庆典活动。

本会庆贺团成员(由左至右：互助部副总务杨诒春、会长萧孙喜、萧
孙喜夫人、萧金坪)

本会萧孙喜会长率团出席
香港晋江社团总会成立三十周年

暨第十六届董事就职典礼

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本会交际股副主任陈

鸿俊率领庆贺团一行8人，出席了槟榔屿晋江

会馆成立96周年、青年团成立36周年、妇女组成立23周年、

青少年团2周年的庆典晚宴。

本会组团出席槟榔屿晋江会馆
成立96周年庆典晚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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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李晓民

文／李晓民　图／陈清泉

2015年2月15日(星期天)晚上7时30分，由新加坡泉

属7间会馆(晋江会馆、南安会馆、惠安公会、

同安会馆、安溪会馆、永春会馆、厦门公会)联合主办的泉州高

甲戏《连升三级》新春晚会，于牛车水人民剧场成功举行，当

晚出席的泉属会馆领导与乡亲们共1000人。主宾是新加坡国家

发展部政务部长李智陞先生，演出单位是泉州市高甲戏剧团，

支持单位是老巴刹咖啡友。本会青年团派出22名义工协助当晚

的接待与带位工作。主宾李智陞政务部长颁发纪念品给7间联

办单位、支持单位、演出单位。

新加坡泉属会馆
(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厦门)

联合主办高甲戏《连升三级》新春晚会

从左至右：老巴刹咖啡友代表（本会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主宾
李智陞政务部长、本会萧孙喜会长

鸣锣仪式

为了促进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提高艺术鉴赏水

平；同时为了推动新中两国文化交流，增进友好

情谊，让文化走进校园，会馆走入校园，本会与新加坡

华源会联合邀请四川省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于2015

年6月19日至6月22日莅临新加坡进行两场演出。首场演出

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时30分，端午节)，由新加坡华源会

与拉丁马士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办，地点位于红山地铁站对

面的红山85座巴刹广场。第二场演出6月21日(星期天晚上

7时30分，父亲节)，由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华源会、

美华中学联办，地点位于宏茂桥21街的美华中学礼堂。

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萧孙喜说，首场演出在拉丁马士

区举行的户外演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入“社区”，

获得社区民众们的赞赏！第二场演出由晋江会馆／华源

会／美华中学联合主办这场文化交流晚会，让“亲情中

华、美丽四川”的艺术表演走入“校园”，也获得学校与

社团乡亲们的赞誉！我们将继续为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与

增进友谊做出贡献。

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华源会、美华中学 联办
《美丽四川》文艺晚会
由四川省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呈献

联办三机构赠送纪念品给艺术团。由左至右：美华中学校长卢明耀、
晋江会馆会长萧孙喜、艺术团团长李杨阳、美华中学执行委员会主席
沈亚南 、华源会会长王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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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会教育股及蔡长言教育基金设立的“大专及中小学助学金”及福利股设立的“

敬老贺岁金”的颁发仪式，已于2015年12月13日(星期天)上午11时至11时30分，

在本会四楼礼堂举行，主宾是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夫人黄莲香女士。

首先，由教育股主任施钊华代表致词。他代表晋江会馆感谢主宾蔡天宝夫人每年都

抽出宝贵时间莅临并主持颁发仪式。颁发助学金与敬老贺岁金是本会常年活动之一。敬

老扶幼是华族及儒家的优良传统，敬老贺岁金是本会向老一辈乡亲们表达的一份心意，

希望能将敬老尊贤的优良传统美德代代相传。颁发助学金，希望可以减轻一些

家庭的负担，同学们勤奋向学，饮水思源，学成后回馈社会，加入晋江会

馆，为乡亲们服务。

接着，由主宾蔡天宝夫人主持颁发仪式。

申请2016年度敬老贺岁金，有3位乐龄乡亲，每位乡亲除了可获得

福利股分发的红包300元外，另可获得妇女组顾问史若瑾报效的红包300

元以及名誉会长李春逢报效的燕窝与美禄礼包价值53元。

申请2016年度助学金，共有12人。大学组3人，每人可获得教育股颁

发的助学金600元。学院组4人，每人可获得助学金500元。中学组5人，每人

可获得助学金400元。小学组，无人申请。此次颁发总额为5800元。

学生代表郑詠蔚同学发表感言。她

首先感谢各位父母对孩子们的培养与鼓

励，同时感谢晋江会馆每年都颁发助学

金，不仅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助学金

最重要的本质在于给予同学们的肯定。

这种肯定让同学们更加有信心、有动力

继续努力，取得更好成绩。

颁发仪式过后，大家一边享用自助

餐，一边进行交流。活动于当天中午12

时30分完成。

文／李晓民　图／陈本忠

教育股主任施钊华致词

主宾颁发敬老贺岁金。由左至右：教育股主任
施钊华、福利股兼妇女组主任邱丽珠、主宾蔡
天宝夫人、连霜如、会长萧孙喜、副会长卜清
锺。

主宾蔡天宝夫人(左三)颁发助学金给大学组陈
奕宏同学(右三)。

本会颁发2016年度助学金暨敬老贺岁金

同学们与会馆领导们合影。前排由左至右：教育股主任施钊华、福利股兼妇女组主任邱丽珠、副会长卜清锺、主宾蔡天宝夫人、会长萧孙
喜、名誉顾问许书朕、名誉会长李春逢、总务谢福盛。

学生代表郑詠蔚发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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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乡贤(左一)代表本会从主宾李显龙总理(中)手中
接领纪念品，右一是宗乡总会蔡天宝会长。

2015年11月9日晚上7时，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假圣淘沙名胜世界，庆祝成

立30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主宾是李显龙总理。本

会连同乡亲捐款共11万元给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本会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乡贤代表本会上台领

取纪念品。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

本会连同乡亲捐款11万元

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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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祝 贺

本会产业与基金信托人、名誉顾问
永久名誉会长暨互助部永久名誉部长

蔡天宝DUBC, BBM 乡贤 
再度荣膺

我国总统委任
太平局绅JP

本会福利基金信托人
永久名誉会长暨互助部永久名誉部长

陈延反JP, BBM(L) 乡贤 
荣获

新加坡人民协会颁发
社区服务白金奖

本会财政、名誉委员
互助部永久名誉部长

丁增嘉PBM 乡贤 

荣膺
我国总统委任
太平局绅JP

实至名归
我会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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